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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主題：跟隨基督、踏上信心之旅 

教會使命宣言：「建立一群充滿信、望、愛的聖潔新一代，倚靠聖靈的能力，影響世界，嬴得萬民。」 

 

 

青成區小組指引 
日期：2023 年 4 月 2 日(日) 

主題：活出愛 4 -不做租霸 (惡園戶的比喻) 

講員：張德明牧師 

四月經文：  

"耶穌⼜對眾⼈說：「若有⼈要跟從我，就當捨⼰，天天背起他的⼗字架來跟從我。”路 9:23 

 

講道內容  

引言 

 客家佔地主 

 租霸 

 

路加福音 20:9-19 “惡園戶的比喻”，給我們一些警示。 

 

路加福音 20：9–19 (CUVNP)  
9 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：「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，租給園戶，就往外國去住了許久。10 到了時候，

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裏去，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；園戶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11 又

打發一個僕人去，他們也打了他，並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12 又打發第三個僕人去，他們也打

傷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13 園主說：『我怎麼辦呢？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，或者他們尊敬他。』14 不

料，園戶看見他，就彼此商量說：『這是承受產業的，我們殺他吧，使產業歸於我們！』15 於是把他

推出葡萄園外，殺了。這樣，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？16 他要來除滅這些園戶，將葡萄園

轉給別人。」聽見的人說：「這是萬不可的！」17 耶穌看著他們說：「經上記著： 匠人所棄的石頭 已

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 這是甚麼意思呢？18 凡掉在那石頭上的，必要跌碎；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，

就要把誰砸得稀爛。」 19 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，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懼

怕百姓。  

 

這惡園戶的比喻同時記載在三卷對觀福音中  

路 20:9-19 

太 21:33-46 

可 12:1-12 

 

馬太和馬可再仔細地描述園主的苦心的打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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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 21：33  

“周圍圈上籬笆，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，蓋了一座樓，租給園戶“ 

 

經文釋義 Exegesis 

 

比喻的引發：有猶太領袖挑戰耶穌的權柄來源 

 

路加福音 20：1–2 (CUVNP)  
1 有一天，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，講福音的時候，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前來，2 問他說：「你告訴

我們，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」  

 

 

葡萄園 – 神的國度/神的子民 

 

以賽亞書 5：1–7 (CUVNP)  
1 我要為我所親愛的唱歌， 是我所愛者的歌，論他葡萄園的事： 我所親愛的有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岡

上。 2 他刨挖園子，撿去石頭， 栽種上等的葡萄樹， 在園中蓋了一座樓， 又鑿出壓酒池； 指望

結好葡萄， 反倒結了野葡萄。 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哪， 請你們現今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，

斷定是非。 4 我為我葡萄園所做之外， 還有甚麼可做的呢？ 我指望結好葡萄， 怎麼倒結了野葡萄

呢？ 5 現在我告訴你們， 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： 我必撤去籬笆，使它被吞滅， 拆毀牆垣，使它

被踐踏。 6 我必使它荒廢，不再修理， 不再鋤刨，荊棘蒺藜倒要生長。 我也必命雲不降雨在其上。 
7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； 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。 他指望的是公平， 誰知倒有

暴虐； 指望的是公義， 誰知倒有冤聲。  

 

馬太福音 21：43  
43 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，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。 

園主 – 上帝 

葡萄園 – 神的子民 （賽 5:7）； 神的國度 （太 21:43） 

惡園戶/佃戶 –背離上帝、見利忘義的的人 / 猶太領袖  

僕人 – 眾先知 

兒子 – 神的兒子 

房角石 – 基督 

 

歷代對待先知： 

耶 26:7-11； 38:1-28； 代下 24:21 

 

馬太福音 23：34–36 (CUVNP)  
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，有的你們要殺害，要釘十字架；有的你們要在會

堂裏鞭打，從這城追逼到那城，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，從義人亞伯的血起，直到

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。36 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一切的罪都要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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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這世代了。」  

撒迦利亞之死： 代下 24:20-22 

 

謀害園主的兒子 -- 侵吞產業 

 

三個提醒： 

提醒一：不要白佔上帝的地土 

上帝賜給我們託管: 

- 生命 

- 時間 

- 金錢 

- 才幹 

- 兒女 

- 教會 

 

 

不要忘記，我們都受託者 

果子： 生命果子 

  福音果子 

 

提醒二：不要搶奪上帝的東西 

 

人豈可奪取神的物 

瑪拉基書 3：8–9 (CUVNP)  
8 人豈可奪取上帝之物呢？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。你們卻說：『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？』就

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。9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，咒詛就臨到你們身

上。  

 

瑪拉基書 3：10 (CUVNP)  
10 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，是否為你

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  

 

提醒三：不要離棄永生的磐石  

惡佃戶殺園主的兒子, 為要奪得那產業 

希伯來書 3：12 (CUVNP)  
12 弟兄們，你們要謹慎，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，把永生上帝離棄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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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角石 -- 基督！ 

 

詩篇 118：22 (CUVNP)  

22  匠人所棄的石頭  

 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  

 

房角石 

- 安在地基轉角處的一塊大石頭，決定兩側牆壁的方向位置 

- 也可能是牆壁頂端的一塊石頭，把整棟房子連接起來 

 

結語 

 不要白佔上帝的地土 

 不要奪取上帝的東西  

 不要離棄永生的磐石  

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小組討論： 

路 20:9-19 

惡佃戶的比喻 

 

權力使⼈陶醉在掌控的欲望當中，甚至會變得不可一世。主耶穌借著比喻提醒世人，不管在哪一個領域，

真正的權柄是從上帝而來，而我們只不過是僕人，所以千萬不要權慾薰心。 

 

觀察 

請組組播放福音電影。 

藉影⽚作觀察 

 

http://bit.ly/GFSP-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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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留意影片內容，把你的觀察和問題記下。 

1. ⽐喻當中有哪些角色？發生了什麼事？ 

2. 你認為，為何葡萄園的租戶會有那麼大膽子，敢動手凌辱園主派來的僕⼈？租戶如何對待園主的

兒子？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？ 

3. 租戶的下場是什麼？園主如何處置他們？ 

4. 根 據 上 一 段 記 載 （ 20:1-20:8 ） ， 你 覺 得 耶 穌 的比喻是針對誰而

說呢？而據（20：16），在場聽⽐喻的人隨即有所反應，顯示他們心裡在想著什麼

呢？ 

5. 耶穌當年對一群在宗教圈子掌權，卻不再敬畏神的領袖發出了這番言論；今天教

會會否重犯這些錯誤？我們要如何避免犯上這樣的錯誤？ 

 

應用： 

這些租戶，並非葡萄園的擁有者，只是被託付管理責任，他們當然可以取得自己

應得的利益，但他們的舉動顯示他們以掌業權者自居，更將真正的業權⼈驅逐，

甚至希望最後透過奪權的方式把葡萄園歸為己有。 

 

 

禱告： 

我們在天上的父，祢是全能的主宰，我們生命中的一切，都是祢所賜。求主叫我

們千萬不要在擁有時就自高自大，也不以忘記，你所交託我們的一切，有一日我

們都要向你交賬。要時刻警剔，懂得敬畏祢、順服祢、遵行祢的旨意，因為國度、

權柄、榮耀，全是祢的，直到永遠。 

奉主名求，阿們！ 

 

 

 

溫馨提示 : 

開完給後請立即用手機呈交  

小組報告 : http://cell.aogtaipo.org  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cell.aogtaipo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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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報告 

 

1. 教會於 7/4 (周五)晚上舉行「受難節禱告醫治聚會」， 聚會主題 「因袮的受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」， 

時間晚上 7:30-9:00，地點在教會禮堂， 聚會將以中英雙語進行，並有禱告醫治服侍， 請弟兄姊

妹預留時間參與。 

請大家注意，4 月份的「聖靈更新祈禱會」將與「受難節禱告醫治聚會」合併。  

  

2. 教會於 9/4 (主日)舉行「復活節福音聯合崇拜」， 時間為早上 10:30-12:30，聚會主題「無悔—嶄新

的開始」， 屆時有 Ps John Vinod 講福音見證， 聚會將以中英雙語進行， 請大家邀請新朋友來聽

福音。 

請各位注意， 9/4 教會清場時間為下午 1:30 分前，屆時場地不作借用及所有車輛須離開。 謝謝

合作 

 

3. 教會消息: 教會部份牧者及同工將於 9- 13/4 前往台灣退修，弟兄姊妹如有緊急事情需要牧者支援， 

請致電郭偉傑牧師 (46784076)。 

 

4. 教會為鼓勵弟兄姊妹多作祈禱， 所以在主日崇拜前早上 10:30-10:55 開放禮堂， 讓會友可自由

在禮堂內專心安靜為會友、教會等祈禱。  

 

5. 教會將於 23/4 (主日) 開設菲律賓語崇拜， 時間為下午 2:30-4:30，地點在 IHOME，鼓勵弟兄姊妹

向菲律賓家庭傭工推介前來參與崇拜。  

 


